
实力派演员斯琴高娃今年将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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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
生日! 作为一名老演员"台上的她总给人一种
盛气凌人的感觉"甚至关于其#戏霸$的传闻
也从未间断过" 但私下她竟是一个要看子
女脸色才敢说话的母亲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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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晚"斯琴高
娃在湖南卫视&说出你的故事'中敞
开话匣" 首次讲述了自己的跨
国婚姻是#一见钟情$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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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综合消息 从伊能静与黄
维德的!牵手门"开始#关于庾澄庆
与伊能静之间的感情纠纷一直是
个未知数$ 日前#庾澄庆接受好朋
友吴君如的电台专访时透露#!处
理得差不多了% "这是庾澄庆首度
松口表态#看来两人的婚姻已经走
到尽头$而就在庾澄庆首度表态后
两天#伊能静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
表了一篇名为 &一个人的路途'心
情感言#!不再依赖任何人#一个人
好好地生活下去% "言语中暗示已
和庾澄庆离婚$

伊能静在博客中还写道(!面
对一个人的路途#只有勇敢#没有
恐惧%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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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戏
拒绝替身曾

'

次坠马

斯琴高娃是典型的蒙古人性格$以前拍
戏无论多么危险#她从不用替身#导致曾

!

次坠马#脸上)颈椎)头部都有伤#命还差点
没了$!第一次坠马有点轻度脑震荡$第三次
尾骨裂了$二十多年没理会#根本没当回事$

我早是一个残废人# 现在三步五步可以#上
楼走远点就需要拐杖了$ "

进入演艺圈
!"

多年#斯琴高娃俨然成
了一个!戏骨")!戏疯子"$ 不过斯琴高娃也
有为难不愿演出的镜头#在&姨妈的后现代
生活'中#因为剧情要求穿毛衣下水游泳的
无厘头!暴露"镜头#斯琴高娃几次拒绝$ !就
是不自信#如果有那种魔鬼身材的话肯定愿
意露#我都发胖成这样了$ "斯琴高娃说#当
时急得都快哭了(!周润发还挺会哄人的$又
是揉背#又是按摩#就哄我演$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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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情
与现任丈夫是一见钟情

#$

岁时# 斯琴高娃成为内蒙古歌舞团
的舞蹈演员兼报幕员$ 在这里#斯琴高娃和
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年轻导演相恋并
结婚$

儿子孙铁
%

岁那年# 斯琴高娃离了婚#

之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在北京$这时斯琴高
娃现任丈夫#瑞士著名的华裔音乐指挥家陈
亮声出现了$ !我们俩是一见钟情$ "当斯琴
高娃说自己基本上是一残废人时#陈亮声一
句!我会给你治的嘛"彻底打动了斯琴高娃$

再婚后#斯琴高娃越来越!觉得我这个丈夫
不得了#挺渊博的#修养非常深$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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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霸
要看儿子笑脸才敢说话

斯琴高娃曾强迫女儿孙丹拍戏#导致女
儿一气之下走人#母女闹得非常不愉快$ 现
在#女儿开了餐厅$ !我们之间有个约定#我
带朋友去吃饭一定得付钱$ "而对于儿子孙
铁#斯琴高娃大夸他有潜力#!我跟我女儿都
是大脸盘# 我儿子呢是还有点瘦溜劲儿#还
有点前途吧$ 现在已经演了十几部戏了#不
错$ "

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#斯琴高娃说(!这
十年当中又演孝庄啊慈禧啊#久而久之性格
变了#不说霸道#而是很有原则$之后我开始
检讨自己$ "如今#斯琴高娃和子女相处融
洽(!其实我怕儿子#你不知道#他得给我个
笑脸我才敢说话呢$ "

(本报综合报道)

有八卦网友昨日翻出甄子丹多段婚
史(在现任太太汪诗诗之前#还有两任妻
子$

该网友称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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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 甄子丹认识了
一位从事广告业的女孩# 相恋很短时间
他们就匆匆结婚了#并生有一小孩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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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甄子丹出演电视剧&精武门'#与女一
号万绮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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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!亚洲小姐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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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在了一
起#这段婚姻持续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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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甄子
丹决定到美国发展# 与万绮雯这段爱情
故事最终结束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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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甄子丹碰到了
汪诗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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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!多伦多华裔小姐"冠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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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诗诗比甄子丹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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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#二人相识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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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#就低调举行婚礼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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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他们的
第一个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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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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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又添
了一个儿子$

日前#甄子丹方面接受记者采访时
表示#甄子丹并不否认自己的过去$这三
段婚恋感情的经历# 让他懂得了作为一
个男人应该怎么付出自己的爱$ 正因为
有这样的过去# 才更珍惜如今的幸福生
活$ (本报综合报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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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综合消息三八妇女节当天
记者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某火锅店
内巧遇徐帆$当晚徐帆打扮的十分朴
素#上身穿着白色外套#下身穿着深
色丝袜配有黑色皮靴$脸上也只是化
了淡妆# 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徐帆$

大约晚上九点钟左右记者看到徐帆
和

!

位男性友人从火锅店匆匆离去$

一直被称为模范丈夫的冯小刚却没
有陪在夫人的身边$

本报综合消息
!

月
$

日#小陶
虹亮相安徽卫视的 !母爱中华"系
列电视剧开播仪式$已当了两个月
妈妈的小陶虹大聊!育儿经"#她还
直言(!母乳至少要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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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$

个月#

之后才会复出吧% "

对于做妈妈的感觉# 小陶虹
说(!最直接的感觉是变脆弱了$只
要提到孩子#就变得特别爱哭$"复
出后会不会担心片约骤减*小陶虹
说(!当妈妈后戏路更宽#对角色的
感悟力也会更强$ "

徐帆过节老公未伴
约仨男性好友小聚

小陶虹大谈#育儿经$

当妈妈后戏路更宽

伊能静博客暗示已离婚
坦言一个人要勇敢

斯琴高娃首谈跨国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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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有消息称# 倪萍有
意重返主持舞台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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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晚倪萍
表示# 内心从没有觉得自己
离开过舞台$她说#她直到现
在还是很关注电视节目#!我
不仅仅是以观众的身份在
看# 也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在
看# 我的内心从没有放掉过
这一块$ "

被问到还会不会出山主
持#倪萍表示#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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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把
重心转向影视以后# 不断有
电视台的节目来找她#!因为
我从没有说过永远不主持$ "

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想要主持
的节目类型呢* 倪萍笑着要
求大家做个 !减法"#!你看#

娱乐节目我现在不能做吧#

新闻也不行#体育)财经也不
是我专长#少儿节目#我现在
这个年龄也不适合唱唱跳跳
了# 所以# 我能做的非常少
了$ "

不过# 她表示自己可以
做!心灵娱乐"的节目#!谈谈
生活)家长里短的故事#让大
众引起共鸣# 这类的节目我
愿意做$ " (本报综合报道)

不否认将复出主持

倪萍还直言# 做慈善
是因为 !我是属于赚得多
的那类人#社会对我太好#

我应该有所回报$ "对于明
星慈善频频引来!作秀"争

议# 倪萍表示(!其实明星
做慈善#队伍非常庞大#大
家千万不要打击他们$ 如
果大家做次+慈善秀,也挺
好$ "

做慈善在于赚的多

倪萍说# 家里其实有
着上百套礼服# 还有三十
几套职业套装#!但我从主
持舞台上淡出后# 基本就

再没有穿过# 因为穿上太
累了$ "她还!自嘲"道(!也
可能是我气质太弱# 穿上
好衣服也不显$ "

自曝家有上百套礼服

如今的倪萍总是 !素
面朝天 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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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晚在上
海出席活动时# 她依旧朴
实无华$ 犹记在去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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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赈灾晚会上# 不施粉
黛的她以爱心之举# 成为
了国人心中最美的女性 $

对此#倪萍笑称#她并非刻

意不化妆# 而是因为原本
她!就是个不爱修饰的人#

却偏偏从事了最需要修饰
的行业$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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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任太太前
还有两任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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